
天主盟約的實踐



天主盟約的實踐
↓

就是天主賜與聖祖們繁多的後裔

去延續天主的許諾



創2仗：1-仗

•亞巴郎年紀 老，上主在一 事上常祝福

•亞巴郎對管理 所有家產的老僕人說： 請
你將手放在我的胯下，

•要你指著天主 天地的天主起誓：

•你決不要為我的兒子， 我現住的客納罕人
中，娶一個女子為妻；

•却要到我的故鄉，我的親族中去，為我的兒
子依撒格娶妻



• 亞巴郎的僕人也虔誠事主的人， 知道天
主自會特別照顧自 的主人，所以心中祈
求天主，指示給 要作依撒格的女子

• 僕人自 定了一個 辨上主旨意的記號：
那一位供給 和 的牲畜水喝的女子，便
是天主要揀選的人



創2仗：15

• 黎貝加肩著水罐出來了

• 她是亞巴郎的兄弟納曷爾的妻子米耳加的
兒子貝突耳的女兒





厄里厄則爾見目的 達，

便拿出禮物來獻給依撒格的未婚妻

她的哥哥和母親

這是按習俗應當呈送女方的聘禮

創他仗：12; 出22：16; 撒上18：25 ，

就好似是未婚妻的身價



創2仗：67

• 依撒格便領黎貝加進入了自 母親撒辣的
帳 ，娶了她為妻，很是愛她

• 依撒格自從母親死了，這才有了安慰



黎貝加要進亞巴郎的家中，

使 的子孫繁衍，

保持啟示的宗教是她的職務



可是黎貝加相似她死去的婆母

撒辣一樣，

也是位不育荒胎的婦女

依撒格為她祈求了上主，

結果才懷孕生了兒子



創25：21-26

•依撒格因為自 的妻子不生育，便為她懇求
上主；上主俯允了 的祈求， 的妻子黎貝
加遂懷了孕，

•雙胎在她腹內互相衝突，於是她說： 若是
這樣，我可怎麼辦？ 遂去求問上主

•上主答覆她說： 你一胎懷了兩個國家，你
腹中所生的要 為兩個民族：

•一個民族強於另一民族，年長的要服事年幼
的



• 到了生產的時候，她腹內果然是一對雙
生；

• 首先產出的發紅，渾身是毛，如披毛裘，
給 起名叫厄撒烏

• 的弟弟隨後出生，一手握著厄撒烏的脚
跟，為此給起名叫雅各伯 們誕生時，
依撒格 是六十歲的人



雙胎尚在母腹中，

天主 選定了誰作盟約的繼承人

誰的後裔去實踐天主的盟約



我們嘗試對三位聖祖

亞巴郎 依撒格 雅各伯

的際遇與人情做一個比照



三位聖祖

同受天主的祝福與許諾



創15章

當亞巴郎因為沒有後裔去繼承產業
而感到憂慮絕望時，天主給 保
證，一定有親生兒子去承繼天主所
賜給 的產業



天主向依撒格重複了祂早

向亞巴郎許諾過的

眾多如繁星似的後代

萬民要因著 的後裔而蒙祝福



創26：2-5

•上顯現給 說： 你們不要下到埃及去，
要住在我指示給你的地方

•你要住在這地方，我必與你同在，祝福
你，因為我要將這整個地方賜你和你的後
裔，實踐我向你父親亞巴郎所立的誓約；

•且要使你的後裔繁多如天上的星辰，要將
這一 地方賜給你的後裔，地上萬民要因
你的後裔蒙受祝福，

•因為亞巴郎聽從了我的話，遵守了我的訓
示 誡命 規定和法律



上主天主賜給依撒格廣大的土地，

使 和 的後代在這土地上繁榮昌盛

每當 遇到水井紛爭，被人欺凌，

生命受到威脅時，

天主便會拯救

創26：12-他他



雅各伯是天主特選

↓

來繼承亞巴郎的使命

↓

完成和繼續天主救恩的計劃



創28：11-22

• 來到一個地方，因太陽 落，就在那裡過
宿，隨地拿了一塊石頭，放在頭底下，就在
那地方躺下睡了

• 作了一個夢：見一個梯子直立在地上，梯
頂與天相接；天主的使者在梯子上，下去下
來

•上主立在梯子上說： 我是上主，你父亞巴
郎的天主，依撒格的天主 我要將你所躺的
地方，賜給你和你的後裔



• 你的後裔要多得如地上的灰塵；你要向東
西南北擴展，地上的萬民 要因你和你的
後裔蒙受祝福

• 看我與你同在；你不論到那裏，我必護佑
你，領你回到此地 我決不離棄你，直到
我實踐了我對你所許的

• 雅各伯一覺醒來，說： 上主實在在這地
方，我竟不知道

• 又滿懷敬畏地說： 這地方多麼可畏！
這裡不是別處，乃是天主的住所，上天之
門



• 雅各伯清早一起來，就把那塊放在頭底下
的石頭，立作石柱，在頂上倒了油，

• 給那地方起名叫貝特耳，原先那城名叫路
次

• 然後雅各伯許願說： 若是天主與我同
在，在我所走的路上護佑我，賜我豐衣足
食，

• 使我平安回到父家，上主實在當是我的天
主

• 我立作石柱的這塊石頭，必要成為天主的
住所；凡你賜與我的，我必給你奉獻十
之一





在同樣處境

亞巴郎與依撒格

的妻子發生險些被人刼奪的事



創12：9-20

•以後亞巴郎漸漸移往乃革布區

•其時那地方起了飢荒，亞巴郎遂下到埃及，
寄居在那裡，因為那地方飢荒十 嚴重

•當 要進埃及時，對妻子撒辣依說： 我知
道你是個貌美的女人；

•埃及人見了你，必要說：這是 的妻子；
們定要殺我，讓你活著

•所以請你說，你是我的妹妹，這樣我因了你
而必獲優待，賴你情面，保全我的生命

•………



創26：1』6-11

•以前在亞巴郎時代曾有過一次饑荒，現在地
上又有了饑荒，依撒格便去了革辣爾，即培
肋舍特人王阿彼默肋客那裡

•依撒格就在革辣爾住下了

•那地方問到 的妻子時， 就說： 這是我
的妹妹 怕說： 這是我的妻子 恐
怕那地方的人為了黎貝加要殺害 ，因為她
面貌美麗

•………



於亞巴郎及依撒格的不誠實，

幾乎陷人於奪取 人妻子的大罪



三位聖祖
↓

性格及處事方法



亞巴郎

↓

慷慨大方，為人益處著想

↓

羅特事件



依撒格

↓

溫順服從，與世無爭

↓

被父親祭獻的事件

遇到水井紛爭，被人欺凌

仍作出處處退讓



雅各伯
↓

深謀 狡猾

利用眼前的環境，謀取長久未來的福利
↓

雅各伯的一生，似乎與欺騙是 不開的

欺騙了哥哥厄撒烏

欺騙了父親依撒格

又欺騙了舅父拉班



雖然如此，天主仍然揀選了雅各伯，

使 成為天主救援計劃中的重要工具，

且是舉足輕重的人物，

這實在是人所不能想像的天主奧秘！



雅各伯用一盤扁豆羮

欺騙了哥哥厄撒烏



創25：27-他仗

•兩個孩童漸漸長大，厄撒烏成了個好打獵的
人，喜居戶外；雅各伯却為人怡靜，深居
內

•依撒格愛厄撒烏，因為 愛吃野味；黎貝加
却愛雅各伯

•有一天，雅各伯正煮好豆羮，厄撒烏 間
回來，饑餓疲乏，

•便對雅各伯說： 請將這紅紅的東西給我點
吃，因為我實在又餓又乏 ──因此 的
名字又叫 厄東



• 雅各伯回答說： 你要將你長子的名 先
賣給我

• 厄撒烏說： 我快要死了，這長子的名
為我還有什麼益處？

• 雅各伯接著說： 你得立刻對我起誓
厄撒烏遂對 起了誓，將自 長子的名
賣給了雅各伯

• 雅各伯遂將餅和扁豆羮給了厄撒烏； 吃
了喝了，起身走了 ──厄撒烏竟如此輕
視了長子的名



羅9：9-1他

•原來恩許是這樣說的： 到明年這時候我要
來，撒辣必有一個兒子

•並且關於黎貝加也有相似的事 她從我們的
先祖依撒格一人懷了孕；

•當時雙胎還沒有出生，也沒有行善或惡；但
為使天主預簡的計劃堅定不移，

•且為顯示這計劃並不憑人的行為，而只憑天
主的召選，遂有話給她說：

• 年長的要服事年幼的

•正如經上記載： 我愛了雅各伯，而恨了厄
撒烏



雅各伯蒙召

厄撒烏被淘汰



雅各伯用黎貝加籌劃的詭計

欺騙了父親依撒格



創27：2仗
依撒格說： 你真是我兒厄撒烏嗎？

雅各伯答說： 我是



創27：26-29

• 父親依撒格就對 說： 我兒！你前來吻
我

• 就前去吻了父親 父親一聞到 衣服上
的香氣，就祝福 說： 看！我兒子的香
氣，像上主祝福的肥 的香氣

•惟願天主賜與你天主的甘露，土地的肥沃，
五穀美酒的豐裕！

•願眾民服事你，萬國叩拜你！願你作你兄弟
的主人，你母親的兒子叩拜你！凡詛咒你
的，必受詛咒；凡祝福你的，必受祝福



創27 他6-仗1

•厄撒烏說： 不是名叫雅各伯嗎？ 兩
次欺騙了我，以前奪去了我長子的名 ，現
在又奪去了我的祝福

•繼而問說： 你沒有給我留下祝福嗎？

•依撒格回答厄撒烏說： 看，我 立 作你
的主人，將所有的兄弟 給 作僕人，將五
穀美酒 給 了 我兒，我還能為你作什
麼？



• 厄撒烏對父親說： 我父，你只有一個祝
福嗎？我父，你也得祝福我 厄撒烏就
放聲大哭

• 父親依撒格回答 說： 看，你住的地
方必缺乏肥沃的土地，天上的甘露

• 你要憑 刀劍生活，要服事你的弟弟；但
你一強盛起來，將 你的頸上，擺脫 的
束縛

• 厄撒烏因為 父親祝福了雅各伯，心下思
念說： 為父親居喪的日期 近，到時我
必要殺死我弟弟雅各伯



創29章

雅各伯為了逃避哥哥厄撒烏的追殺，

前往美索不達米亞投靠舅父拉班，

目的是為了在自 祖家的親人中

尋找結婚的對象



雅各伯為了兩個妻子

服侍了拉班十四年，

又為羊群工作了六年



雅各伯用計謀欺騙舅父拉班

將 最好的牲畜據為 有



創他1：1-1他

•雅各伯聽見拉班的兒子們談論說： 雅各伯
奪去了我們父親所有一 ，利用我們父親的
財物，才獲得這一 財富

•雅各伯也注意了拉班對自 的臉色不如先
前

•那時，上主對雅各伯說： 你回到你的家鄉
和你的出生地，我必與你同在

•……



• 天主的使者在夢中對我說：雅各伯！雅
各伯！我答說：我在這裏

• 說：你舉目觀望：跳在母羊身上的公
羊， 是有條紋，有班點和雜色，因為我
看到了拉班對你所作的一

• 我是貝特耳的天主，你曾在那裏用油敷了
一座石柱，並對我許了願 現在你起身，
離開這地方，回到你生身之地去



拉班讓雅各伯離開

並與 立約

保證以後與妻子和平相處



雅各伯在天主的眷顧和保護之下，

平安的通過了拉班這一難關，

但是還有更難的一關在等著

就是 哥哥厄撒烏這一關



雅各伯第二天就要與 性情暴躁，

懷恨在心的哥哥厄撒烏見面，

前途不知是吉是凶，心情複雜沉重

雖然作好了一 準備，

預防一 可能發生的事，

但心中仍是非常不安

就在這種恐懼心理的重壓之下，

天主夜間前來安慰 ，

並同 展開一場 搏鬥



創他2：2他-他0

• 當夜起來，帶了 的兩個妻子，兩個婢女
和十一個孩子， 淺處過了雅波克河，

•等 們了河，也叫自 所有的過了河，

•雅各伯獨自一人留在後面 有一人前來與
搏鬥一直到曙光破曉

•那人見自 不能制勝，就在 的大腿窩上打
了一下；雅各伯正在與 搏鬥之際，大腿窩
脫了節



• 那人說： 讓我走罷！天 破曉 雅各
伯說： 你如果不祝福我，我不讓你
走

• 那人問 說： 你叫什麼名字？ 答
說： 雅各伯

• 那人說： 你的名字以後不再叫雅各伯，
應叫以色列，因為你與神與人搏鬥，佔了
優勢

• 雅各伯說： 請你告訴我你的名字 那
人答說： 為什麼你要問我的名字？ 遂
在那裡祝福了





從此雅各伯的人生改變了

↓

欺騙者 雅各伯

↓

改變成勝利者 以色列



創他他：18-20

•雅各伯 帕丹阿蘭回來，平安來到客納罕地
的舍根城，在城的對面支搭了帳

• 支搭帳 的那塊地，是 舍根的父親哈摩
爾的兒子們手裏，用一百塊錢買來的

•雅各伯在那裏建立了一座祭壇，稱它為：
大能者以色列的天主



兩個妻子和兩個婢女

為雅各伯生了十二個兒子
↓

成了十二支派





• 後裔很重要，因為這是實踐和延續天主的
盟約的最基本要素

• 若一生沒有後裔，為猶太人來說是莫大的
恥辱，等如是失去了天主的祝福，在團體
中會受人嘲笑



創仗9：8-12

•猶大！你將受你兄弟的讚揚；你的手必壓在你仇
敵的頸上；你父親的兒子要向你俯首致敬

•猶大是隻幼獅，我兒，你獵取食物後上來，屈身
伏臥，有如雄獅，又如母獅，誰敢驚動？

•權 不離猶大，柄杖不離 脚間，直到那得權杖
者來到，萬民 要歸順

• 將自 的驢繫在葡萄樹上，將自 的驢駒拴在
優美的葡萄樹上；在酒中洗自 的衣服，在葡萄
汁中洗自 的外氅

• 的雙眼因酒而發紅， 的牙齒因乳而變白



達味家族

默西亞的預許
↓

出自猶大支派



瑪1：1

•亞巴郎之子，達味之子耶穌基督的族譜

若1：仗5

•斐理伯遇到納塔乃耳，就向 說： 梅瑟在
法律上所記載，和先知們所預報的，我們找
著了，就是若瑟的兒子，出身於納匝肋的耶
穌

↓

預許的默西亞 經來了！



若17：1-5

• 父啊！時辰來到了，求你光榮你的子，好
叫子也光榮你：

•因為你賜給了 的權柄掌管凡有血肉的人，
是為叫 將永生賜給一 你所賜給 的

•永生就是：認識你，唯一的真天主，和你所
派遣來的耶穌基督

•我在地上， 光榮了你，完成了你所委托我
所作的工作

•父啊！現在，在你面前光榮我罷！賜給我在
世界未有以前，我在你面前所有的光榮
罷！



因著主耶穌，

我們 成為天父的子女，

成為信德的後裔，

是實踐和延續天主盟約的根基



瑪28：19-20

•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為門徒，因父及子及聖
神之名給 們授洗，

•教訓 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

•看！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終
結


